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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 EP 机
夏普 CE-150 绘图打印机系统维修技术

H·ri:饥itt入我问市场！ci . 已被大 1在应用于各行各业.oo军7
ll·t lliJ f\~ 11~移．该IJL t'. .ilt入维修JV! . Jt倪｛~(I'；外设 CE - 1 50 fil 
网打印机攸F幸存JI.!° ,n； .本·义将详细介绍」rn~修技水.lJ飞~协作
给均．

CE- 150 r臼电源屯炜、给剧 tf~fl lll<DGP1301 ）放Jtl~ n 
•l!炜、盒式磁带录i'i'饥拯 l I 也跻常式部分组成. t叫 l J~ lf,(.ffi 
削．创H圣向I翻版图t元件W?• F而分惟元介绍其 i: j乍mrn，阳

$.惊险修．

一、电源电路部分
I、电源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

.!l!.I到 3 . CE- 1 50供’U I[! l；~（ Flt - ffl t可 :rr: •C. l!'.l ii~ 1(! i血!llbl:

:1 c ]f. I也 Inf F备和电限检 i:l! 1（！阳到I n'J. . 电池组 巾 S ''WJ.2

(262) ．皮带CE- 1 50 徐刚打印机系统维修技术

VSOOmAH .吼l丰俨”I ft: f包 i包池111联骂lJ晶．毛．涵过二饭管 D2
向 PC- 1500 主饥j)号I也（V11A·r
』4哥＇H作 Ill!妾1 』 l也跻U飞 t也 . 111 \VD1 t~压侨、UGI ，肌体管flt WJ 
rt!.位饰、1~2 也｜组组成的r(!Bi检测也fl\随时检11~也池虹ll~J输出
电 ffi . 当电压正常ll·t(6V ;Ii:.{;). f.1Hil'l'l' WOl ~全Jill ，仙体’；'1'

llGI 也处 F汗，滔状忿 .1c1 祭日也m Pl361\』jlj(r.JJ生（If l也平队’
在｝ .系统认为也池剑电力充足．当电池主且也力不~li.U幸也应不

正常时. BCt 截止，PllG 为 ，.~；电平． 此时如开rr印机．上饥将

~示“CllECK6飞副l 打印机 if: 在 JT 印. J； 饥将显示
00ERRORso·’法”EHROR78”． 电池驾1咆力不/t A•t.将赘i!l:行充

也 . tlt 71、Jk 9V 也1:11.i':? R 1 •l!llitf.lrntr•i •且池草l ft 1(!.D t 的 i\i J日

j占｜药 II：反作l充电 . {1: 91·侬 l也lW.!ii电池组充电的1.tJll ·t. 又i画；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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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在~（ f{! ,,, :!< ~t故障的.:tY哥表现:le主tlLH.示“CHECK6＂~.R
"ERROR78”·行印饥不能'IJ) ~i化动作就不能打印．可能的以

03～1)5 阶段后1:;1tffll l1Lll』供 rt llV. . 
2、端’见故部与继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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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! 
•·＇£’昆愁苦l镖，I HI战就饵’.，监事，坦电~. • ·底，筒，··l＂＇~ s 水字江~
b拿号1候’臣，~I 笔’~·＂候’萨，．．，也II ..水字’专司E”’· ”·It’~，Ill
IHI阻毡’民 •HI邸，．‘，. .’I~矶、，也幡Ii迫A!lll:J, I• U!!Vi！，也rr.
JI ·叠’t'I!秘禽，e M 吼，!llt稽，，．”’民恨恨’$彷I'll! ,....引吭，，，e
IH/C在•？•依然．”’J(p咆Biil~呐1' II tll'l!t虫” II•笔饵，ii(呆：岱锦片” ·ff(llr;,.,JE II · 确立民

圃‘’~lll .fT fpt凡整体蜡崎
动 ．形成 Y ::lrl句的移动．

4 ）电截铁；1也抓也磁

线附和I推顶忏． ’也磁似1J.\'
一个自保姆毯铁．宫的吸
合、离开耍，将输入不问自由

位脉冲〈电流】来决定. if. 
脉冲输入时．线附吸位惟
ni钉.fe笔阪向前方．自臣之

与纸接触＜RPi奋笔｝，负脉
冲输入日L推顶丰fU位．而i

笔则！（｛.笔架上的rr印费11·
的弹位u位. （史之内｝ f ft~ 

而＜ llP悦笔｝．

5）装换气E草草j吃： l!Zf.li 
忽然、笔衍、rr~P t西Jt及~t；且 ｛但？民＼＇1'. .

6｝电气；牵线印制.fl.,( : t［！’"tm线饭没；在绘图rr~11饥IK部． ；

Y电矶’

T咆‘民C

及电＇＂

l'I!『飞‘

Z牢，矿lA

"" 

I ）电压位ll!I咆路放肆

M常见的是为 BG！提供偏L
E电流的 WI 可调电钮被氧化造3
成ttl虫不良．使 BG！偏宽减小．
处于~11:状态 .PB6 为高电平．用

万用我测MW l 点也压低于o. 6V 
I!”可确认：除此放降． 可用四氯化
锁消i}t .1虫百I i剧也自1的中心点拨

触良好．并浏艘中心点电应为 0. 6~O. 65V, f)i! llC l 处于1占i皿

状态．如 WJ 拟坏．则可用小体积可调也~l'fl／换. ;>);Jll训只IM
~也跑到l成分lli电路遂行样挨．以免今后再出现3的似核触不
良的攸隙．

除此之外. ｛！.压管 WDI 开路，三假管 llC l 开销.WJ 中
点至 llGl 基饭问印制l!i连线披肩蚀断部会造成 PB6 为高电
平. m.Hi管的 w.压值在 3. 看～4. 4V 之间．损坏后可lfl fll压fl(
j6;似的问产'ff铃换〈如 2CWIJλ三饭管为NPN 明小功郁管．
可Jll 9014 桥候．也应俭测电路放撑l!i将殊的－个i反倒处~r:l
也13 LH58门的 PB6 号l掬内部电路损坏． 判断的方法必将
PB6 ll~tl地．披上外援电源后开后主机，如何印饥不能动作
且主饥显示“CHECK6＂.则可判断为 PB6 雄in坏． 此l!>f. 我们
可采用扩充tt口的方法来补救PB6 功能..!ll二节啡’将详细阐
述．

2 ）充电电池组故障
克常使用的银铺充电电池组．寿命约为 4～5 作．．使用不

当会精烦~命． 时间过长．电池组也将失放应变换. Jt l也电池
组可臼制．购买 5节 s= n:电电池.nc以电池缆的徘列方式．将
’也池111联仰後．注意停按时何不能太t<:.也不能将伴锡t骨’曾充
咆电池的雄气孔．如f在购勇j相应直径的塑料然编臂．将~Ht的
电池组m热绩’T封黎｝下则更好．做好的充’也电池到1应先送
行完h虫也循路，恢复容f幢房得後入电路使用．

3）充电回路故赚

充电阴路中限流也隐 Rl 开jli或必二极ff 0 1 ;ff脐部会
造成也池组不能充电． 镜1't 确认后可予以Jl!~ .RI 可JU
IW270 金属服也饱览换.01 可用 I N刊0 1 JI!换．

二、绘图打印机及其接口电路部分
l、绘图打印机的机械结构及工作原理

给朋tf~fl机的型号为 OPG 1 30 1 .;Tt!I'!体绵的兑附 4.我们
可将只分为六部分 ：

I ）慌3阻 s包销左边敏、右边饭、底托饭;fll吁，It~狭71. .
2lX 轴1句扭动2包指 X 袖步i量也饥、传动俯轮、I~线是也
l也饥的正反钙’牵引位线使笔架在导丰F上来l~U汪有〉移

因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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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 飞S

圄7 h''* 11 的且寸

置．

动．
3)Y $自向与自动z包指 Yt由步进电饥、｛牵动幽轮相azm.

舷辘两嗨附有鳞轮，可以按住打印纸．使之随胶键上下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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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u

快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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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头Ff-号 1.1号名称 r.. it 

l ~2 电磁线图引线 1 －负 2 －范
3~6 Y输也相l统组I 'JI线

7 Y、X 也!IL公共均
8~l I X输也机绕忽寻｜线

12~13 干簧管号l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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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13 i,铺头与接口电路相连.~I 是绘倒汀印饥烯头t'l号及
寻l”编号表．
绘阴打印机是通过X 输’也机吗？动rg架左右移动，Y 输电

机管动纸上下移动．电磁铁搅动部司5、握主笔动作．二者运动的

销合在纸上绘出阁形响l字符来．
2、绘图打印机机摊部分常见故Ill及维修

lb于1直部分－1i处于运动状态．所以:it故隙＊也11!?.Ti • 1,1• 
兑故障的主要部位有换到臣机仰和l f专动饥构．

I ）候笔锐钩的故陈
开机后，何印机倒笔动作失常．打印笔架不能lil位在起l;f;

正常位置，主饥显示“CHECK6＂后停饥．这神现象多型U~I酶’自

机掏出自虫赚了，常兑的原因衍，
(I ）水平倒笔簧片折断l'}:~JB

水平倒!I簧片折断成交形．多敛是人为因＃造成．当淤它
就下：港时．如用于去鼓动电筒 ，移动笔架，稍不tLi:t就会将水

平倒笔’自片券交形．严lit11-t延宠折断． 在正常衍况下．系统难

行初始化动作时．要通过 IC, f1l U电路 PB2 端口险测“平货'l'l'
闭合”的if'I号，以此来认定字号也必否处于工作位Ye'. I： . 句水

平倒笔簧片正常时．笔架移动－v.:.水平倒笔簧片使笔筒旋转
－个角度，在笔架移动的十二次中，笔筒上零号笔旁的永久磁

镰总会使干簧管吸合一次．系统位测到“干簧管闭合”的1;r。

后，PP停止移动笔架，此时t'tH目的位置也就处于正常工作位

置．当水平倒笔簧片变形成她衍晰at .笔很显然移动．但：e;例
不能旋转，于簧管也就不能吸1t.系统检测不到“干货~臼lft”

的偏.f}. tit认为零号笔米处在：r：作优'il上． 在这种俏。~l F. 系
统at绘出“CHECK6”的钝示 ．且不允许打印机工作．

对于这种故瘁，可以按照｜回 5所示尺寸进行佼准．就必创
作－水平倒笔簧片更换．即可消除放陈．

(2）笔第垂直定位簧片折断或变形

打印笔架旁有一~）！定位簧片 ．其作用；是使笔俯只能逆
附钟旋转，它与水平倒笔簧11· 起．保证零号笔；在开饥H·t处于
正常工作位置． 当它变~~）.？折断P•t ，笔筒就不能正常旋转．

产生与水平倒笔簧片坏时啊｜仰的故隙现象. 00 6 朵正常时的
位置和尺寸，可ti<所示尺寸校耳~r虫创作一簧片!Ji换．

!C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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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G吨

258926 

圃，，rrp电砸缺皿动电鹉

(266) ．夏.yfCE一 150绘i到ff印机系统维修U'水

· 房，，

。 ~6

(3)tf印1il Ji'断裂或变形

打印2商片的 Ill Ill l在保证打印笔处于Ti!树的中心，科1目弹

性｛史打印笔离开纸i1fi . 元成提笔动作．当幸~:i!M不注怠会使其
变形．长期打印也会｛山审理片所裂，这ar；怒不能il!@l~j＼位．开机

后，笔架移动n:t .il1 J' ~ill:衍生4位， ＇.！）； !JI!会被挡付了，也产生与上

述相闷的放仰lli«<. 
对这种放你．可t宽阔 7 品1rn~尺 ·！＇创作豆｛挟．

2）传动l1L~句的trJ.附
i专骂自饥构校常兑的攸除有 2

(l）水平驱动自轮1日垂1（驱动街~断裂
CE-150绘l到打印机的传动偷~均为尼龙创品．由于水

平驱动齿轮〈或岳』（ lili动内fi＞是主动轮，反受力ti火．容易发

生靠h向所幸~ .如l躲在111 -'I＇大 ．则会在传动主tf'f.中纭’k短管停部1
J;/J民，｛更正在：打印的字符交j~，，如果裂口产filR.f ，则会i'll.戚。l
械卡死．水平’报销J 1!1怆晰裂. ＇！＇；娘就不能移动. ~il'C驱动饰轮

断裂．就不能走纸. I•也打印机在同一行上放rt.汀自l ,

对于这仲故除• nf ~,l」l! l现！!r轮解决． 并注:n~m饰伦间
隙．以确保打印梢i吸．

水平传动中．那号It提舷轮有双层岱役，!l!J，！与外JJ有一弹

簧of词~f·l旅．装配l!I轮ff·t.要将.ll!J；｝岱轮〈您也饥…丽〉调在

中间位虫，使两~均.，.. 些问隙．阿佯．垂1l传动＇＂＂ .~棍街轮
也是双层齿轮Jilk! 匀外Q也.(T一弹簧可调~间隙.~饺配时间

伴~将恩｝；！附轮（粮•I! VL－丽>i,l'ltE中间位n . ~网tJI均有一

些问陈．这样可保rn:lJ!J虫 l!i轮后不影响rr自1稍llt.
(2）步ill'也饥故~l,i
CE- LSO 给附打印机的」Pill 电机也常会出现放隙，其现

象为也曾U~f传动．侣’也饥输＂＇转．这主妥~J幸也饥输lll铀的扭
料箱5在与紧［码在1在上而的水久磁铁转子筒脱开了．对此触目章，
授们可以用什锦铿银＇｝f电机外凭上的两个点仰点．打开电饥

究取出电视轮子初，也机制I·然后用少i午 502胶把rtl.fll.输出输
与；j(久磁铁转 F简柏~越来. fil辛苦辈辈入电机，jl』4号外i~Jfl锡饵 ’

撩起来．电机就可修纠i . 功’拆也饥过程中.－m＆耳tt~不能

贬低，以免将~I愤世￥ 11J11l1i仪电！！Hit！友 . ;'ij ；－~ .布略3f如点之后．
-)i部将钦的余有111肖除 Fl节后剖打开也机，~）j i i.：恢悄被水久

磁铁转 fj事似If. . 1醉品l也11L转子．
3、绘图打印机jJI 口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

绘~jf同I饥~口电路由 1/0 豁口~创at LH5811 、

系统 RO~LH5367、步.i!C也饥驱动也炜、何印电锺铁驱动
咆药、盒式磁带饥渴Yl电路军组成．见Ill 1. 

LH581 I 公CE- 150 中主要的tt 口芯片.'e;j理过 60

芯总线与主饥，!Hi韭． 它有两个输入／输出双向报i口 A、日
和·个输ll::l'.;t 1-1 C . A :ljl) r:J 主＇！：＇用于产生余式磁带饥渴
控电路的；•i.制们 ＼）＇和1 m创众式磁＇.l7 ~l输入的号的 •I!>jl' 
H均口且：J 1•·1 f.呈阳ff向I fll钝供打印电ait~驱功f，＇／号.（句系
~t哇供字号~（il l吨的付．电池级电力t指示仰号和1址：纸消

求口号.c~驻日创捉IJt步迸电饥控制似号．

Vp’ 

系统 ROMLH5367 娃 － )i' SK 容放的

PROM 只读存贮~.它也边过 ；o ;;r.1总线与

主饥相连．在汇：存了绘图打印命令和盒带操

作命令的各阶解释程序． 给阳门Ep flL的各钟

动作均；~ rll 't曾l CPU 讷J!J Ml It.(£ PROM 中
1 惶然然现 的打．印刷n~ .并混过 LH581 l 米控制统成的．

'" J' Ll~581 l 驱动能力不大．不能:u:t辈
份动打印饥动作．因此又t何加了各驱动电路．

l制 8为ffej,挂电Ill驱动电路. CE- 150绘

阔打印饥使用的步.ii!电机为肉相可逆步进电
机.'I?:采用双阴拍脉冲分配方式lK动．即

「AB叶汇→CI>-OA「

』＜ 2 她双四拍脉冲分青［~方式Jtf／（型号． 来
门 l.H58 I IC f,q 口的控制俏.＼｝ f1:i.:l: LB12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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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相后．加到’包机各绕组上，PCO
～PC3 分别控制 x,1也矶的 A、自、

C、o ~t咀．叭；4～叹：7 分别皇室涮
Y 电机的 A、自.c、D统!ll.

LBl 257 j企袋也被开路的反 U啪”

桐1功都驱动咆路．主主 LH581 J 的
c .l',1 口 i'r.JM －！且箱。1 4寄电平时．

这个f11 \}jj量 LB1257 反相后把低·

也平加~J ：某个统绵的外苦ll引线 圃U(;)
． 上．这11;t1也流线电机绕组公共销

流入~t起史u.然后！：：~ LBI257返回电iW,负极. !Ill然C梢
口的那一｛电输出处H~ i毡平 ，直11 么’仨所对应的也盯i饶刽

中就-t'~Hiitl流．因此．当挺自回信号t董必 2脉冲分配方

式Im入s.t .步i挂也饥｛亚一步一步地旋转起来．
削 9 J量灯印电磁铁!iii动电路．它是11J l•Hll耀动门

也路 IC454HOOI 中的两个门和 7个.u，，体~. 4 个二极
管、－个饱眼ff组成的开关电路．该电路的负4UHT印

也a踵’在线回．它的吸合和离开位古逼着落笔捐l她＇！）功 f\i.

第 PUO 掬 Pill 均沟低电哥＜st . 由于1企l•Hfl 门必
动，J3G2、以；3、盹6 的远在极均为低也平，给 J＇ ~JI：状
态． 由于 UG1.BG， 的戳.11·, ,！阳、llGS.B町、 l沁8也肉

、元偏就也i.illl币ii:止，磁铁线阔天也流派过．处。＇ 1/Jll:状

~ .. 
当 Pill 为前也平．而J PBO 仍为1li t也平时， llG2 、

~3 Iii彼此，而且G6, !:liJ导油. llGG 导通~ IJG7 、BG8 也导j皿 ．
这时’也磁铁线附！lfi'JJ ii：脉冲也i.fi. , I也击撞然吸入．先／$. ~在电s r;IJ 
作．

当 PBO 为码也 •fl＇而 PBI 为饭也平时. llG2.以占3 {j偏1t
1且说而孙涵，BG~. llGS 也因此导通.HG6、汉；7 、I剖：；s !!!<I能止．

这时也键缺线!Clfl』 jlj负掠.，，.，也 ii{ . 也截铁离开 . ；，；；成~飞E动

怕＇ ·
量t PBO 、 PB！均为；＇.＇：； 电平时，如果没有以；2 . "'' llG3~ 

BGS 均孙涵．’也磁铁不仪不能工作，线部电流丘将II!大．以ii
烧坏~：.体'i1. 战然这J止不能允许的． 所以以泣的作JI!始将这

种状~fNt为她自E动作状态．
CE- 150 的绘阁tf~IJ Ill有两仲~1~1 . ~~ If I这』且说的她一

种~~l.而〉）－种类型的永久•:i;c；、征及；虽~ .I:. .安然。可以fl:刚好
.jl]Jj, j)ij此它的部~槌1(1;动作也刚好相反 . ~Il l必！注；战以别．

i到 1 0 :left虱；磁带帆的.ill\控电路．此•l!)';i始JU米自 qJ J"l制

拿式磁i;f tll e~i￥的旗l入的. .AE541 l ltt也饱问钉的f l也磁铁一

样必自保怜曲曲钦．宫的吸食 、断开妥rll if. 负脉冲来快也．当
PAI 为r. 也＂！＇－ . PA2 为低电平时．涵 .i:t 1 .. 1 相驱动门电路
IC4SOHOOI 拥军反栩功率领动电路 IC5M剖516 输入精 3 脚

事12 Jill.反拟后 12 自曾为低电.;i'-’，13月革为衍’也乎·＇且由!il11 Vp f幸
也Rlii入线倒 5 越是.. 呼室主3’纷且在至 12 掷菜地．形成－”正电流
脉冲．触杰闭合 ．滔！£，线r11m通．当 PAI 为低也＇I' .PA2 为码

’也＋at · "'l形成－负咏冲也流．锺点断开．退役钱隙断Jf • .<1活
虽｛. 0 •l!路来说. .if 何一手动开关参与静：剖．当H:X处于 9FF
状态时．失去itll~ fl＜用．当开关处于 ON 状态lt:l'.恢复油位ti'

月J .

1.-0在口 11!.路常见li'l隙与维修
J)I／｛）销口控制1J W L.M5&11 fi~日部f~换

L.H581 I ~~绘阁打印机中的盐， !Jli fk LI ，巳 H' .it放隙都较
低．但.i! f1j1,(:'.; Jt 市场上儿乎购不到‘一旦品lt{;. ttt草草Cf·无策， e

只好将,i.rni废·ii盘成损失． 实际上.）画过/Ji\ Jill分忻－~~＇门知ill

LHSSllA 端U的 PAO飞PA4 旅E主义为输II: S武.，）｛：余 JI, I占
米JIJ.而 B喝口的PBO、PBl 两位定义为输出方式、PB2、PBO.
Pll7 ：：＇.位m义为输入方式，Jt余位也;t< Ill ; c .It！口则处输出

1:1 .它Ill~$＊坏的可能性不大．往往始采r.'Iu的~－－｛也挂l.tf;

了 ．因此~in"f以通过扩充接口、局部代锐的方法米修u这类
故隙．

。 Va: Vee 

围 l l(b)
声，.~，，.， 阳、｝Pf'-•

面 l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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酣 1 6 *' e也阳蜘骨性电路

在i.!H1·局部将换时 ，~~ llH＼；必T.I~ CE- 1 50 地口地JJ~a:i
分自己衍i记， CE-.150 .1',l! J;J J也J1J:被判事，在｝t:号区中.LHSS、p 占
用了 BOOOH - BOOFH 之f11Jl'r.l 16 个地址． 为了简化iji件d
lJI：也jl\.采用了她IJJ: 1'!L'＇~技术 .Jil l\ ff！ 舱，.IJt线 AO～A3、A l 2俨

i\ I S 米完成详码．其中 A蚓j口地址为以』OEH,Bf;jll H主址为

以＞OFH,C 喝口地址为 ll008H . 妇l i跑了地址分配．扩充接口

泣饵’如、 -r.
作为实例．这！ll.分别给出地日攸院的测ii!为·~击和扩充电

~. 
(l)A.r,jl:I 

A Z串口tbJ事 ．主‘主l «现为满役，但均不正常．继电边吸位不
敢或娃不吸合. ~体测定”r~号 PAO～PA5 白’连线切斯．然后
执行 POKEnsc BOOE .SCFF 命令向 A每当口写入运税”1”－

m.J.r m =I＜浏且t P;\O~ PAS ~£!l'X·tl也也应应为 4飞：左右；再执
'f r P,OK£ 1J SCBOOE . SCOO 命令l句 A J销口写入.JYZ ltl "0飞il1

备且明对地•hi五成为 ov.如l爪 ”仪l1'i不符必说明此ιpty\,q;_，确
定故降后 ， l!jl可缺l刽 11 也比.i!J:fij)"Jt: ~i~！（假 i是 PA I 烁〉． 电

路巾两片 74HC138 际问也l'i'f Cf· iiE 扩 充抱l)t为匀 。BOOE.
7-1HC373.＼作缓冲锁存~8 ＊号££!Win V送至职PAI 样i . ~tU1'还驳
注必将原沁口号I！：是脐开 ．

(2)8豁口

' B编口故障：PHO~ PBI 有能~·我现为仔自1也s铁不吸

或不放． 连续执行 TEST 命令．然后Jll Jf ffl我俭满 PBO 和
Pill E串的IJ号变化.~.／ltf印动作．电lli !ii应有较大的变化，
否则说明内部损坏. PU6 攸1草确；主1llt: .前面已谈过．这且不

再篮复.PB2 有放陈．会分为两种情汉 ，一种经开饥后．笔架动

1992 年E电于4!l)告订本附录 ．夏1常 C::E- 1 50 俭I~打印机系统维修校’术 <as1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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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· F~仰止． 刷.＂王智字号5臣是否贵I］｛主．确定的方法始将 PB2

＂＇地．台J~Jil侨仍j是这件现象，在目菇’！~说明 PB2 坏s另一种现

象是 :if Ill 后，笔 4起移动十二 次仍不 jlj i是．宅饥显示
“CHECK6”．此时”I纪干.管短按．执行 PEEK USC阪泊F命

令．者谈出的'Kl.乎不为 4则为PB2 坏. PB7 ~i"tb.除自·t.我现为

l'!C龙~I撞不. .Ultt.而 l'.l月＇~电制定级正常．如1也溅’正常且投倒也
必好的up ”I确认Q l'B7 坏． 确认是某一位放隙Jfi .可用创 12

•i!.~ ilH i符快．要it您的是输入与输出方式不l”J.强~ ll~总钱与
7~HC373 fr.J~线也不同． 阁中将作仪t!J两/Jl( .实际应用叶’
1,Y.创J L体制’l. l兄采用；不！可按法”

i 3)C t肉u
C 1且Jn.~陈主要混混为 X !':)( y 也曾LW劝不正常成抖动．

？”>i!方法｜可 A销口四佯. c 缺口的锁坏有三种悄况s

①，~－. ·且 ’1’ifi .11 jf:＇，属’ . flt电平输出不正常．
＠商’也于豁出不正常 － ilt电平输出正常－
fit哥哥、低电平输出均不正常．

~； A .日、两钟情况可炮团 13所示方法修复，X·t C ~l可用
扩充均1 1 1；法修u . ！＞！.凶 14.

2）系统ROMLH5367 的代换

萨J l.H 581 I - If . 系统ROMLH5367 在市场上不必购到，

Jt tl.I. F咂t但也1f! 低．但近年来常有因也池tu l耐浓腐蚀造成
Ul5367 拟坏的fl'i况发生， LH5367 损坏后的主哥哥我J.!t必开机
ffl'fl t1l不动仰 ， 主自LM.示“ERROR”铅．且伴有姊鸣严J ，产~的

队’ ：t in锁比， L!-15367 为 8K 容11hY.J PROM 存贮仰， ：JU也lit为
AOOO~UFFF. 4!i rd iif Ill 27C64EPROM 米:iJ[衍t：~快 . J且囱
15, 74HC"OO (J~ 作用是保证 27C64 的逃ii地址为 AOOO～
Bf'FF , Ill 块 ERROM 读写卡在一台正常的 CE- 150 J:将

LH5367 内容读出 ．然后再写jlj 27C64EPROM 中e .~«OO ts 
1章等线．并将坏 LH5367 !IF去 ，就可恢复正常了．

3）也lfL＇蜓可1也赂的故撑险修

在. if：常情况下．循环打印一挡字符时．反相功率领动电路

1.81257 的输入编①～⑧势对地电压在 1. s～2. 。v 之间变

化．它的精Ill~由对地电Hi则在 3.0～4.0V 之间变化． 如果篆

个输u:~白的电压恨定不变，j!:J说明这个输出~.ti:T .这时的故
隙J;l!~ J.？也曾l抖动．打印机不能工作. JI!换 1.81 257 后即可恢

复正常 . 1! 1 f I.B l257 输出锁经用导线连歪打印机的．在多次
拆创I CE- 1~0后有可能会将界线乔断ι·两剿，这时也会出现

咆Ill抖却JlWj民．只要仔细俭我就会友F.,t攸隙m例.i!Hfli排除攸
仰，

。拿「内J！＼~磁铁!JR动电跻的故隙位修

打印’也俗铁驱动电路Jil常见的彼障现~J挂电磁铁不动
作.Jut常兑的/Jj({9；险号巨动晶体'N统坏开跻．这是由于电磁铁

吸合时也说轮大〈约 IA 左右】造成的． 晶体1Y 251)1246 jll 
2SH926 ·饥不扮创葬j .百J!llrti汤上易购的 8050、8550 晶体管

将换．
愈式磁带F饥渴控电路故障率很低．线路也较简单，这里就

不再分衍 r .

三、鑫式磁带机接口电路部分
盒式磁带机核口电路也写数据和磁盘~!tii两部分咆路组

成．见i寄： 16 . .(I；执行CSAVE 命令nt . 3二哥l RAM 内的侄~r~
敷衍级专节u~ 口电路 I.H5811 调制后输出 CCOMOVT） .通过

(268) ．上’~~章 BCD-ISON 型电冰箱维修技术

写曼立德电路｛实际上是『兀!ft RC '.If通网络电路〉送到 CE-
150 的 MIC 锚孔. jlf经i主搜直是i!入 CE-152 录音机中．由录

放e头写在磁带上．保存下来．执行CLOAD命令读取磁带俯

息的．信号由这孩线送以 CE- I SOEAR 梢孔．再也 C7 电容隔

离组背叛Iii号．报后通h二级与非门电路!It%.迭入主饥占主口
咆路. <COMIN 倍。）. PAO 的作用f.?籍制磁带输入倍号也

平，防止从 EAR 来的呱静变为敛锯送到主tll.
念式磁带饥钱口也路II'~放陈多出现在 MIC 均 EAR筒’孔

接触不良上． 此外门也阶 IC3TC40HOOO 损坏也会造成磁带

似息i在不进主机的侬隙． 可Jlhi＂；波僻观察伯号渡形．逐级检
毡， 19!可发现被陈所在．从而1排除;tttl.I.降．

四、检修实例
1 、一台CE- 1 50 .敏障现融为2开启主机，打军事l不动作．

主机也不显示．
分析.~t这突破隙.r『先斗~·嚣的是电，E是否王常，并从电

草草辛辛手位资．曲也草草咆郎的工作If,\理可知，主饥从电池组通过

二极管取得也应（VBAT） .然后再经主饥内电源镇块输出

Vee 电压送至 CE- 150，作为~口电路的工作咆源． 位置坚络
呆，也池lH电压!l!正常的．也m.位测电路也正常．但VBAT 也

应不正常．避－步资02 二极管．发现二极管正向电应很大．

说明二极管将组i变坏，ll!换后故障消除．
2、－台CE卢 150 .教隙现象为s开启主机后，打印机初始

化动作:iE？曹 ．但倒’也停止后主机显示“CHECK6气不能打印．

分析＝对初始化劝你汪节目· 1盯显示“CHECK6＂这类故降．应

粉1K梭3堂也曾型俭3日也郎和电池组．经3坚电池组电力充足．电源
俭洲电路也正常.PB6 俏。到低电平，执行 PEEK tt 8CBOOF 
命令，读出内容为 O. j耳边一步位在 PB6 编口 ．将Jl;！童声寄电平－
~出内容仍为o.说明 PB6~口不正常．用扩充~口的方法．
修复了这台 CE- ISO , .

3、－台CE- 150 .敏”现’k为2打印电碰铁不动作．
分析z这~故降－Rl部：陆打印电磁铁驱动电路有故障．也

撞在结果却发现驱动电路始正常的．换一台打印头，电磁铁动
作正常，这说明故陈出在绘附汀印机头上．避一步检查发现饥

座上有一’Ull来冽节永久磁铁阳l隙的，l、螺钉丢失了． 造成永
久磁铁活动头与线锢间隙过大，吸力不足，配上螺钉．调小间

隙后即恢复正常．
4、－台 CE- I SO.敛”现象为：开启空机后．壳初始化动

作，主貌”鸣’大．不能打印．
分析＝无初始化动作．说明主饥；米能执行 CE-150 系统

ROM 的初始化程序．主饥有鳞鸣］！.I说明系统 ROM 有故障．

用览lit翠1¥俭.:re系统.ROM，宏观系统 ROM 都分内容读不

巾 ，这就证实了系统 ROM 拟坏．后JU 27C64 替换了系统
ROM.修复了该机－

5、一台 CE- 150 .敛”现’民为：总线扩展锺座不能接外
i量，－插上CE-158 锻口．主机即死机．不锥外设时 CE- ISO

工作正常．

分析z总线扩胧！前应~J!i 过＇＂＇机1驱动门嫁到l总线上的．网
相驱动门起隔离缓冲的作111 . 现在一1阜外设就死机到i且可i驱

动门电路有故隙．经~聋发现一地址总绞驱动门咆路岳1坏. )!! 
换后恢复正常．

〈南京向.f.i电脑服＃部 孙』在役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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